
 

 

延续着二季度的回升势头，中国
纸业在过去数个月内紧随整体经济的
企稳回暖呈现出明显的复苏迹象。尽
管千里之行仍刚起步，大型浆纸企业
在这场考验中所扮演的中坚角色却已
显露无疑，无论是对产业结构调整的
带动，还是在提升整个行业的社会责
任意识上，都举足轻重。 

 
在9月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峰

会的闭幕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提
出了中国的新节能减排计划，表明中
国将大幅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增加森
林面积，使用气候友好科技。同期，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也透露，中国
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制定了《应
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如何应对气
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
中国特别是造纸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和任务。 

 
而就我国林产品出口频频遭遇欧

美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问题上，
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曲桂林9
月在上海指出，中国将建立自己的森
林认证体系，并积极争取国际森林认
证体系的认可，让企业获得进入国际
市场，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的
“绿色标签”。同月，“中国森林可
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培训”也在全国
林业机构、林木产品代表性企业、国
际组织中展开。这些均表明了政府加
速建立监管认证体系和尽快适应世界
林业发展规律的决心。 

 

在过去的三个月内，APP(中国)
依照《“立足中国，绿色承诺”可持
续发展宣言2009》所设立的目标，
在努力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实现复苏的
同时，脚踏实地，从细微之处着手，
在科学营林、清洁生产和履行社会责
任三个方面孜孜以求、不断前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森林认证

海南省试点项目培训研讨会”9月在
APP(中国)林务事业部举行。与此同
时，APP(印尼)旗下5家造纸厂在9月
初通过了LEI（印度尼西亚生态标签
研究所）产销监管链认证，由此成为
全世界第一家生产和销售LEI认证纸
张的企业。以上实践表明，作为全球
领先的浆纸企业，APP积极支持世界
上主流的森林认证体系，以越来越负
责的态度去落实“绿色承诺”，促进
全球可持续性的森林管理，并且实现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立 足 中 国，绿 色 承 诺”

2009年第三季度报告》的主要内容
包括: 

 
● 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

高级研修班在广西南宁举行; 
● 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

每天少排7000吨废水； 
● 金光集团APP(中国)援建的四川

省彭州市金光通济中学建成； 
● 金东纸业入选2009中国企业500

强，荣登第20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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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立足中国，绿色承诺”相
关内容或APP(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新闻，
请登陆  
www.app.com.cn 或 
www.papercontrac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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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 1. 1. 1. 科学发展人工林科学发展人工林科学发展人工林科学发展人工林    
● 全国桉树管理研修班在广西举行 
● 科学发展人工林最新数据 
● 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 
● “中国森林认证海南省试点项目

培训研讨会”举行  

● 金光通济中学建成 

4. 4. 4. 4. 公司简讯公司简讯公司简讯公司简讯    
● APP(中国)入选前程无忧百家人力

资源典范企业 
● APP(中国)参加中国造纸工业绿色

发展论坛 
● 金东纸业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 金红叶启动山东胶西纸业项目 

●  林科院世行项目专家考察APP
(中国)桉树人工林    

2.2.2.2.    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    
● 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 
● 清洁生产相关数据  

3. 3. 3. 3.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 捐助广西希望工程 
● 金光“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受助

仪式举行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1111. . . . 科学发展人工林科学发展人工林科学发展人工林科学发展人工林    
    
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在
南宁举行南宁举行南宁举行南宁举行 

为提高我国桉树人工林经营管理和生态环境管理水
平，促进我国林浆纸一体化产业的健康发展，2009年8月
11日至14日，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桉树
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研
修班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承
办，广西林业科学研究院、金光集团APP(中国)林务事业
部协办，各界专家、学者以及企业代表共计185人参与其
中。 

 
研修期间，专家学员们对APP(中国)桉树人工林生态

环境管理措施给予肯定并向全社会发布“正确认识桉树，
科学发展桉树人工林”倡议书，称赞“金光集团APP在科
学发展桉树人工林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很好的成
绩，值得其他桉树人工林栽培单位和个人学习借鉴。” 

 
科学发展人工林最新数据科学发展人工林最新数据科学发展人工林最新数据科学发展人工林最新数据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APPAPPAPP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    
 

7月初，APP(中国)2009年第五届大学生暑期环保社
会实践活动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林业大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等20所高校的50余名学生和老师深入企业，实地考察、
学习了解海南林浆纸一体化循环经济体系下的科学营林和
现代造纸的生产模式。 

 
五年来，APP(中国)共投入资金二百余万，为全国近

百所知名高校、农林业专科学院的三百余名学生认识社
会、融入社会，走进社会，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中国森林认证海南省试点项目培训研讨会中国森林认证海南省试点项目培训研讨会中国森林认证海南省试点项目培训研讨会中国森林认证海南省试点项目培训研讨会””””
在在在在APPAPPAPP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林务事业部举行林务事业部举行林务事业部举行林务事业部举行    

 
9月7日，中国林科院在APP(中国)林务事业部会议室

举办了“中国森林认证海南省试点项目培训研讨会”。中
国林科院陆文明博士在会上讲解了森林认证的基础知识以
及国内外森林认证发展状况、中国森林认证国家标准简
况。APP(中国)林务为了使科学发展人工林活动日趋规
范，表示愿按照国家和专家要求开展中国森林认证试点工
作。 

 
9月8日，森林认证专家一行对APP(中国)部分林场、

林地进行了标准测试和模拟认证工作。本次模拟认证工作
以中国林业行业标准，测试中国森林经营认证标准的可行
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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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举行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举行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举行全国桉树人工林生态环境管理高级研修班举行    

APPAPPAPP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第五届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学生合影第五届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学生合影第五届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学生合影第五届大学生暑期环保实践活动学生合影                     

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林务林务林务林务2009年第二季度营林情况年第二季度营林情况年第二季度营林情况年第二季度营林情况    

新植林 0.25 万亩 

收购林   无 

采伐 6.17 万吨 

萌芽更新 5.31 万亩 

采伐后重植 1.50 万亩 

APP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 ) ) 林务现经营人工林面积累计林务现经营人工林面积累计林务现经营人工林面积累计林务现经营人工林面积累计：：：：498 万亩万亩万亩万亩    



 

 

中国林科院世行项目专家考察中国林科院世行项目专家考察中国林科院世行项目专家考察中国林科院世行项目专家考察APP(APP(APP(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桉树桉树桉树桉树
人工林人工林人工林人工林    
    

2009年9月，中国林科院世界银行项目专家在APP(中
国)广西金桂林浆纸项目原料基地崇左市宁明县百合镇的
那浦林地，进行调研和考察。世行项目专家在考察中了解
了APP(中国)在广西接地、造林、林木管护、采伐运输、
资源保护、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技术措施和管理制度，对企
业在桉树人工林营林过程中主动开展人工林环境管理的做
法给予高度认可，并表示愿意与APP(中国)进行更多的交
流与合作。 
    

2222. . . . 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清洁生产，，，，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节能减排    
    
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    
 

金华盛纸业(苏州工业园区) 自行投资建设的中水回用
项目于2009年8月7日举行了奠基仪式，项目投资3400万
元，预计工期六个月。完工后，工厂生产污水将实现循环
再利用，每天少排废水可达7000吨。 

 
公司目前排放水平已经达到或优于2008年8月1日新

生效的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但为响应国家节
能减排号召，达到十一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10%的目
标，公司决定投资近3400万元建设一套万吨级的中水回
用系统。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减排COD（化学需氧量）
214吨/年，新增工艺水循环量近256万立方，有效降低清
水用量，并减排SS（水中悬浮物）总量112吨/年。 

 
据公司总经理杨茂林介绍，目前企业每天的污水排放

量大约在2万吨左右，这些污水经过处理后重新达标又排
放入江中。中水回用项目启用后，排放的污水将被重新处
理，公司能从2万吨废水中回收7000吨用于锅炉用水，这
样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大约一年后便能收回
项目投资的成本。因此，这项目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环境
效益。 

 
自建厂来，金华盛在各种环保设施上的投资已经达到

5.3亿元，在此基础上，公司每年还要投入2000多万元作
为运行费用。 

 

* 数据来自环保部2008年4月29日批准的《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
物排放标准》 
 

3. 3. 3. 3. 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    
    
捐助广西希望工程捐助广西希望工程捐助广西希望工程捐助广西希望工程    
 

2009年9月16日，金光集团APP(中国)携手黄奕聪慈
善基金会举行了仪式，向广西希望工程捐赠260万元。这
笔捐款用于资助08年和09年广西希望高中“金光希望之
星班”130名学生完成学业。至此，APP(中国)已连续8年
向广西希望工程捐款总计1,195万元。目前，“金光希望
之星班”已经招收了732名贫困学生，资助他们免费完成
高中学业。2005年至今，被资助的学生中有493名参加了
高考，均考上大学，其中452名学生上了本科线，126名
学生上了全国重点线。 

 
金光金光金光金光““““西部开发助学工程西部开发助学工程西部开发助学工程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受助仪式举行受助仪式举行受助仪式举行受助仪式举行    
 

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与海南省文明办于8月25日在海
口举行2009年金光“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受助仪式，公
司出资80万元，资助40名海南优秀大学新生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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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单位单位单位单位    承诺数据承诺数据承诺数据承诺数据    
2009年年年年    

第三季度第三季度第三季度第三季度    
国家国家国家国家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吨纸水耗 吨水/吨纸 10 9.45 无 

吨纸废水排放量 吨水/吨纸 9 7.98 20 

吨纸COD排放量 千克/吨纸 0.61 0.46 2 

吨浆水耗 吨水/吨浆 28 24.25 无 

吨浆废水排放量 吨水/吨浆 17 16.14 80 

吨浆COD排放量 千克/吨浆 2.16 1.41 16 

清洁生产相关数据清洁生产相关数据清洁生产相关数据清洁生产相关数据    

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奠基仪式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奠基仪式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奠基仪式金华盛纸业自建中水回用设备奠基仪式    



 

 

在仪式上，海南省文明办主任陈修演充分肯定了海南金海
在重视自身发展的同时，对海南教育文化事业的大力支
持。整 个“金 光 西 部 开 发 助 学 工 程”于2007年 正 式 启
动，已投入人民币200余万元，共有120名优秀大学生得
益于此项目。 
 
金光集团金光集团金光集团金光集团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捐助金光通济中学建成捐助金光通济中学建成捐助金光通济中学建成捐助金光通济中学建成    

 

9月15日，由金光集团APP(中国)捐资2千万人民币援
建的四川省彭州市金光通济中学在新校区举行了落成仪
式。该校为国务院侨办“侨爱工程”灾后重建双百项目的
重点工程，也是APP(中国)及黄奕聪慈善基金会支持中国
灾后地区教育发展的最佳例证。来自国务院侨办、四川省
侨务办、省市政府领导等出席了落成仪式。黄奕聪慈善基
金会执行理事长虞蘅女士出席了仪式，并代表金光集团
董事长黄志源先生接受了彭州市金光通济中学名誉校长
聘书。 
    

    

4. 4. 4. 4. 公司简讯公司简讯公司简讯公司简讯    
    
APPAPPAPP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入选前程无忧百家人力资源典范企业入选前程无忧百家人力资源典范企业入选前程无忧百家人力资源典范企业入选前程无忧百家人力资源典范企业    
 

APP(中国)在9月当选前程无忧评选的 “2009 中国
最佳人力资源典范企业”，在领航中国造纸业的同时，
也成为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杰出企业代表之一。“2009 

中国最佳人力资源典范企业”是国内专业人力资源机构
前程无忧发起的，代表了当下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
最高水平。 

 

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参加中国造纸工业绿色发展论坛参加中国造纸工业绿色发展论坛参加中国造纸工业绿色发展论坛参加中国造纸工业绿色发展论坛 
 

2009年9月21日，中国造纸协会主办的中国造纸工
业绿色发展论坛在京召开。大会在纪念造纸工业60周年
的同时，也与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
部等领导、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制浆造纸企业高层管
理者共同探讨了中国造纸工业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环
保要求、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绿色发展等
话题。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天适与

会，并作为APP(中国)代表，以“APP(中国)的企业绿色
发展实践与未来展望”为题做了演讲。 

 
金东纸业入选金东纸业入选金东纸业入选金东纸业入选2009200920092009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中国企业500500500500强强强强，，，，列第列第列第列第201201201201位位位位    

 
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出的2009

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在杭州发布。在500强排行榜中，金
东荣登第201位，较2008年上升了276位，这也是金东第
八次进入该排行榜，同时，金东亦排名2009年中国制造
业企业500强第103位和中国企业效益200佳第111位。 

 

    
金红叶启动山东胶西纸业项目金红叶启动山东胶西纸业项目金红叶启动山东胶西纸业项目金红叶启动山东胶西纸业项目    
 

7月29日，总投资3000万美元的金红叶纸业(青岛)
有限公司项目在山东省胶州市胶西镇奠基。金红叶纸业
(青岛)有限公司是金红叶纸业(苏州工业园)有限公司在中
国投资的第九个项目，这个项目年生产加工能力6万吨，
预计可实现年产值7.8亿元，上缴税款3800万元。 
 

第四页第四页第四页第四页    APP(中国中国中国中国)““““立足中国立足中国立足中国立足中国、、、、绿色承诺绿色承诺绿色承诺绿色承诺””””2009200920092009年第三季度报告年第三季度报告年第三季度报告年第三季度报告    

金东纸业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金东纸业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金东纸业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金东纸业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造纸机最先进的造纸机最先进的造纸机最先进的造纸机    

黄奕聪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虞蘅女士代表金光集团董黄奕聪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虞蘅女士代表金光集团董黄奕聪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虞蘅女士代表金光集团董黄奕聪慈善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虞蘅女士代表金光集团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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